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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兰 达  •  热 带 雨 林 村庄



欢迎来到库兰达！
无论你是自驾、乘坐库兰达观光火车还是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前来库兰达，都请预习一下库兰达的行程，才能彻底享受库兰达
带来的所有奥秘。在库兰达，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到澳大利亚特
有的动物，比如考拉、袋鼠、食火鸡和各种爬行动物。你可以穿
越巴伦峡谷国家公园的雨林小径，寻找这里迷人的历史踪迹。
著名的库兰达市场上出售各种手工制作的丝绸、棉织品、奇特
的珠宝首饰、本地产的原住民工艺品以及鳄鱼皮和袋鼠皮制成
的纪念品。在画廊你还可以与艺术家们见面，亲眼观看他们怎
样制作独特的作品。当然也别忘了去餐厅、咖啡馆或者小吃店
坐一坐，在品尝各种珍馐的同时享受户外用餐的休闲体验。

到访库兰达必做体验
• 在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徒步

• 参观世界著名的库兰达市场

• 在巴伦河上坐上热带雨林游船

• 在街角欣赏惊人的街头艺术

• 在工艺画廊与本地艺术家交流

• 亲手喂食袋鼠和小袋鼠

• 抱考拉拍照

• 寻找蝴蝶的神奇世界

• 看看蜜蜂如何制造蜂蜜

• 拍下壮观的巴伦瀑布

• 与一头真实大小的恐龙自拍

• 欣赏原住民文化表演

• 观看如何制造五颜六色的糖果

• 驾驶四轮摩托穿越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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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程
在确保你能完全享受库兰达体验的同时，我们也建议你不
要把行程排得太紧。不论你打算在这里停留一天或者一个
周末，你都可以使用下面的行程计划表来帮助自己决定究
竟要做什么。Gubun Gubun Galin，在本地的原住民语言
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一路平安“。

更多有关旅游套餐和库兰达活动的信息，请前往位于百年
公园的库兰达游客咨询中心或致电07-4093-9311。

库兰达热带雨林游船 45 分钟

库兰达鸟世界和考拉园 1小时

库兰达蝴蝶园
30 分钟

热带雨林迷你高尔夫 30 分钟

传统糖果制作演示 30 分钟

热带雨林公园 （全包套餐） 2.5  小时

购物和市场
1小时或全天

午餐（参见第14页和15） 45分钟或随你喜欢

热带雨林徒步自助游
查看地图第10和11页

45分钟或全天

单程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体验（包括两个中途站） 1.5  小时

库兰达观光火车
2  小时

2  小时酷牛牧场
45分钟~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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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兰达的历史
被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所环绕的库兰达小镇海拔330米，
是雅加布卡原住民的故乡。在雅加布卡的语言中，库兰达被称
作Ngunbay，意思是“鸭嘴兽的栖息地”。这里拥有固定的水源
和丰富的雨林食物，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几万年。

第一批欧洲人于1885年在库兰达定居，三年之后进行了第一次
地区调查。因为当时的政府打算修建一条连接阿瑟顿高原到凯
恩斯的铁路。铁路于1891年竣工，让定居者们能够从事林木采
伐，农业和放牧。

到了1915年，库兰达火车站获得了“蜜月火车站”的别称，而小镇
本身则以“北昆士兰的疗养胜地”而闻名，因为这里凉爽的气候
能让游人忘却海岸的炎热和潮湿。到了1930年代，库兰达成为
了大受欢迎的旅游景点，每个周日都有游客乘坐火车前来。

1970年代嬉皮士们入驻了雨林小镇，而库兰达则开始以其另类
的生活方式著称。这些艺术家们形成的团体开始举办市集，贩
售自己的画作、手工艺品等。今天，这些市集和画廊已经成为了
艺术家向游客展示自己技艺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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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妙的热带雨林漫步
库兰达拥有纵横相连的步道，能让人前往小镇及其周边地
区，包括巴伦峡谷国家公园。

你可以置身于热带雨林世界遗产保护区包围下的山村，探索
更多关于热带雨林的原住民文化，了解库兰达的市集传统的
由来，进入巴伦峡谷国家公园并“近距离”感受热带雨林。想
要更多有关我们热带雨林漫步信息,请到库兰达游客咨询中
心 - 请翻阅封底的联系资料。每条步道提供不同的体验。

1. 村庄步道（500米）展示了主街道并结束于库兰达原初市
集。探索库兰达的“市集传统”,并了解热带雨林中的建筑
特色。

2.真瑞溪流保育公园（1.4公里）是环绕库兰达小镇的热带雨
林步道。

3.丛林漫步（900米）带你穿过再生森林。你可以看到雨林的
成长速度。

4.河边步道 （1.5公里）是一条绿树成荫的河边步道。

以上所有的步道都是相互连接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和时间自由搭配选择。

每条步道的起始处都有讲解牌可供参考。
请参考10-11页上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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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兰达市集
举世闻名的库兰达市集始于1978年，位置正好就在如今的蜂蜜屋
旁边。从当初最早的15家店面一路扩展，延伸成今天的“库兰达原
初雨林市集”。最开始当地人是为了吸引游客前来库兰达，在这里
出售他们的手工艺品和当地特产。

以前市集的商人们会向库兰达铁路支付费用，确保在市集日有火
车抵达，以证明此项服务的可行性。如今，原始市集和旁边的库兰
达文化市场已经每周七日都营业，而许多游客依旧乘坐标志性的
火车前来这里。

库兰达市场以手工制的艺术和工艺品知名，这里有本地设计和生
产的时装、手工制作的珠宝首饰、原住民艺术品、木材和皮革制
品、北昆士兰最好的蜂蜜、本地咖啡、热带水果冰淇淋、椰子和澳
洲坚果。

1  库兰达文化市场
各种摊位销售本地制造的手工艺品、原住民艺术品、迪吉里杜管和澳大利亚特色
帽子。此外还有手工制作的鳄鱼皮带、袋鼠皮毛制品、澳宝、珠宝首饰、手工肥皂
和其他特色纪念品。这里也是库兰达鸟世界和库兰达考拉园的所在地。一定要来
看看我们著名的“飞机残骸”哦。每天营业 - 上午9:30至下午3:30。
2/4 Rob Veivers 路 • www.kurandamarkets.com.au • 4093 8060

2  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 - 1978年成立
漫步穿越这个迷你 “热带雨林村庄”，发现这里奇特的手工艺品。这里不但有服
装、珠宝、古玩、工艺品、按摩、食物、迷你高尔夫球场，还有美轮美奂的丛林漫
步和更多的惊喜。过来和我们打个招呼吧，来参观库兰达最具标志性的市集。        
Therwine 街  • www.kurandaoriginalrainforestmarket.com.au 
0408 728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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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和澳宝
精美的首饰与澳宝供应商提供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宝藏。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澳大利亚黑澳宝、铁矿澳宝、水晶澳宝、珍珠和各种
宝石首饰，也能发现别具一格的玻璃、串珠、树脂等手工艺品。

3  库兰达澳宝首饰坊
库兰达最美丽的珠宝店。珍珠、澳宝、钻石和名师制作的实惠宝石。在这
里你一定能找到心头所好，绝对值得一游。
Coondoo 街15号街1号店 • www.pinkdiamond.com.au • 4093 8829

4  库兰达澳宝店
在库兰达从事澳宝切割和打磨工艺已有22年历史。商铺位于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
内。世界上96%的澳宝都产自澳大利亚，欢迎前来参观了解澳宝知识。
Therwine街• kuranda.opals@bigpond.com • 0447 474 720

5  库兰达澳宝洞
我们拥有30年开采、切割和制造澳宝首饰的经验，是库兰达的顶尖专家。我们在
自家工作室设计并制作独特的澳宝首饰，欢迎前来采购，享受更优惠的价格 。
Coondoo 街30号7号和8号店 • www.opals.com.au • 4093 9499

6  澳宝时光
库兰达的澳宝专家——本和哈利拥有超过50年的澳宝开采、切割和首饰制作经
验。他们贩售的均为天然澳洲澳宝，如果你在寻找物美价廉的澳宝，那这里就是你
的目的地。这里有成千上百的澳宝供您欣赏和挑选，你肯定能在这里找到一块属于
自己的特殊澳宝。
Coondoo 街5C号• 0434 992 741• info@opaltime.com.au  
• www.opaltim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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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游览和交通
你可以在库兰达野生动物体验中抱考拉拍照、喂五颜六色的鸟以
及与袋鼠亲密接触。你可以行走在上千只蝴蝶之中、学习最致命的
蛇类知识、拍摄食火鸡并且认识许多澳洲特有的本地动物。你可以
与一头真实大小的异特龙复制品合影、观看原住民的文化表演、乘
船游览巴伦河，也可以坐上四轮摩托车或者水陆两栖车探索热带雨
林。

7  澳大利亚库兰达蝴蝶园
澳大利亚最大的蝴蝶园和展览厅——这里是超过1500只热带蝴蝶的家园，此外还有
蝴蝶温室和实验室的免费讲解哦。
Rob Veivers 路8号 • www.australianbutterflies.com • 4093 7575

8  库兰达鸟世界
澳大利亚鸟类可以自由飞行的最大鸟园之一，还拥有体型庞大的热带雨林食火鸡。在
这里，你拥有亲手喂鸟和许多拍照的机会。超过350 种不同的鸟类自由飞翔在这片热
带雨林风情的展示空间里。您可以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库兰达站或者库兰达火车
站乘坐免费小镇巴士前往鸟世界。
库兰达文化市场，Rob Veivers路• www.birdworldkuranda.com• 4093 9188 

9  鸸鹋艺廊／化石和宝石博物馆
独特的恐龙骨架、化石和宝石博物馆。最好质量和价格的宝石、珠宝和来自澳大利亚
以及世界各地的化石。免费入场。 
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 Therwine 街• emuridgegallery@bigpond.com  
0408 728 711

10 库兰达考拉园
来看看澳大利亚最标志性的动物——小袋鼠、短尾矮袋鼠、袋狸、袋鼯、袋鼠、袋熊
和鳄鱼。在澳大利亚的终极动物体验当然是抱着考拉拍照留念（额外费用）。此外还
有早期开拓史的展示。您可以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库兰达站或者库兰达火车站乘
坐免费小镇巴士前往考拉园。
地址：库兰达文化市场内, Rob Veivers 路• www.koalagardens.com  
4093 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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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库兰达观光火车
这趟独特的火车之旅将带您穿越历史，见证昆士兰早期开拓者建造的37座桥梁和15
条手工开凿的隧道。乘上库兰达观光火车，穿过昆士兰湿热带地区的远古雨林，您将
体验到世界上最棒的火车之旅之一。
库兰达火车站 • www.ksr.com.au • 4036 9333

12 酷牛牧场
酷牛牧场能提供终极的澳洲牧场体验和冒险选择。距离库兰达小镇开车8分钟，占地
626公顷，四周环绕着热带雨林。您将在这里获得真正的牧场体验。 
Barnwell路112号，库兰达• www.kurcowfarm.com • 4230 0580

13 库兰达游船之旅   猫途鹰网2014-2019卓越大奖
每天五趟全程讲解的游船之旅，此外还有带讲解的雨林徒步之旅。我们让游客在宁
静休闲的环境中认识本地独特的植物、动物和历史。游船从码头出发，您需要穿过火
车站天桥沿楼梯下行到巴伦河边。欢迎通过我们的网站提前预定或者直接到游船上
现金买票参加。带讲解的雨林徒步之旅必须提前预约。
www.kurandariverboat.com.au • 0412 159 212

14 雨林自然公园 请查看地图第11页

三大景点让你体 验 全澳大利亚：水陆两栖车之旅穿越热带雨林的陆地与水
路;Pamagirri原住民舞蹈表演、迪吉里杜管表演和投掷回旋镖；还有考拉和野生动物
公园内的塔斯马尼亚魔鬼、袋鼠、鳄鱼，并有机会抱着考拉拍照（额外费用）。您可以
乘坐库兰达小镇蝴蝶园门口的定期往返的接驳巴士前往该景点。
Kennedy 公路 • www.rainforest.com.au • 4085 5008

15 Skyrail发现远古热带雨林
Skyrail发现远古热带雨林是一场绝无仅有的冒险旅程。通过全程导览app、雨林卫
士免费讲解、雨林探索ZONE和CSIRO雨林讲解中心，您将深入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
雨林，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奇迹，还能在The Edge远古揽胜观景台上眺望壮丽的拜伦
峡谷和瀑布未经雕琢的美景。
Arara 街 • www.skyrail.com.au • 4038 5555

16 北方巴士和旅游服务公司
北方巴士和旅游服务每天提供多达8趟来往于凯恩斯和库兰达之间的服务。所有的
时 刻表、票价和出发点可以在 transnorthbus.com.au 找到。点击凯恩斯 - 库兰达
或凯 恩斯 - 马里巴 - 阿瑟顿高原页面。无需预订 - 只需乘车时直接支付司机票价
即可。 
客运服务电话 4095 8644 • www.transnorthbu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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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名录 - 简易参考指南

库兰达市场

1  库兰达文化市场

2  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 - 1978年成立

首饰和澳宝蛋白石

3   库兰达澳宝首饰坊

4   库兰达澳宝店

5   库兰达澳宝洞

6   澳宝时光

景点、游览和交通

7  澳大利亚库兰达蝴蝶园

8  库兰达鸟世界

9  鸸鹋艺廊／化石和宝石博物馆

10 库兰达考拉园

11 库兰达观光火车

12 酷牛牧持

13 库兰达游船之旅

14 雨林自然公园

15 Skyrail 发现远古热带雨林

16 北方巴士和旅游服务公司

餐厅和咖啡馆

17 丛林果汁/迷你高尔夫

18 泰开咖啡

19 安娜贝尔的厨房

20  拜伦瀑布酒店

21 青蛙餐厅

22 德国小吃 

23 库兰达酒店 

24 库兰达雨林咖啡馆

25 库兰达雨林景观餐厅

26 兰越南餐厅

27 法国小咖啡馆 – 传统法式可丽饼

28 豆芽健康果汁&咖啡馆

29 水蓝咖啡厅

30 水果水果

甜点与零食

31 百分百当地原产美食店

32 不仅是巧克力店

33 库兰达意式冰淇淋

34 库兰达蜂蜜坊 – 成立于1959年

35 库兰达糖果厨房

36 库兰达软糖酒吧和茶室

37 库兰达手工热带水果冰淇淋

38 静水糖果坊

艺术和工艺画廊

39 Doongal 原住民艺术与文物

40 伊恩史蒂芬艺术画廊 

41 彼得查琺画廊

时装及礼品精选

42 就是美时装

43 桑德拉・威登设计

44 澳大利亚丛林服饰礼品店

45 唯一T恤店

46 Zaphire 

纪念品与礼物

47 CETI - 浴室品店

48 金滴芒果酒庄

49 库兰达BICO

50 雨季皮革店

51 袋貂角二手店

52 珍稀地球精油

53 蝴蝶精品店

54 新咖啡•茶•蜂蜜

库兰达的住宿

55 库兰达水塘公园

56  库兰达雨林住宿公园

库兰达服务

57 库兰达邮局

58 库兰达游客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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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兰达旅游选择
你可以选择接驳巴士、景点探访或者一日游等方式来探索世
界自然遗产热带雨林、人类早期开拓历史和雨林小镇——库兰
达。从实惠的接驳巴士到更有效率的旅行套餐，您可以选择不
同方式来体验小镇，满足各自不同的预算需求。

库兰达景点

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 www.skyrail.com.au  Ph: 07 4038 5555

库兰达观光火车 www.ksr.com.au Ph: 1800 577 245

公共交通工具

北方巴士和旅游巴服务 www.transnorthbus.com.au Ph: 07 4095 8644

约翰库兰达巴士 www.kuranda.org Ph: 0418 772 953

一日游公司

布雷特的库兰达半天游 www.kurandatours.com.au Ph: 07 4098 5059

热带半岛之旅 www.tropicalhorizonstours.com.au Ph: 07 4047 9049

珊瑚礁和雨林连接 www.reefandrainforest.com.au  Ph: 1300 780 455

澳洲之旅  www.downundertours.com  Ph: 07 4047 9066

放松之旅   www.relaxtourscairns.com.au Ph: 07 4038 3454

凯恩斯一起游 www.letsgocairns.com.au Ph: 07 4034 2414

热带飞舞   www.tropicwings.com.au Ph: 07 4041 9400

国际旅游巴和旅游 www.internationalcoachesandtours.com.au Ph: 07 4032 5877

环球旅游服务 www.cairnschartertours.com.au Ph: 07 4041 3122 

凯恩斯高跟之旅 www.highheeledtours.com Ph: 0432 551 786

库兰达列车遗产游 www.kurandatravel.com.au Ph: 1300 587 263

高原旅游和交通 www.tablelandstoursandtransfers.com.au Ph: 07 4045 1882

接触北部旅游 www.northernexposuretours.com.au Ph: 07 4094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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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和咖啡馆 
户外用餐是库兰达休闲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你可以完全放松身
心，欣赏街头艺术和卖艺人或者眺望游客来来往往。你可以坐
下来享受一杯咖啡或者一顿便餐，并同时计划接下来在小镇上
的安排。在小镇上，每走几步你就可以发现一家餐厅、咖啡馆
或者小吃店。你可以选择来一份本地特产的热带水果冰淇淋，
或者点上一份异国情调的大餐，来自世界各地的厨师们聚集在
库兰达，往往也会有不拘一格的发挥。

17 丛林果汁/迷你高尔夫
这里有新鲜的果汁和热带冰沙、包括不含麸质和乳制品的各种食物、有机茶叶
和咖啡。对家庭友好的氛围，热带雨林迷你高尔夫每人5澳元即可参加，适合全
家玩乐。
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39号，0417 999 102，www.jungle-juice.com.au

18 曼荼罗咖啡厅
这家充满活力的咖啡厅坐落在无花果树间，提供各种美食餐点。全天供应早
餐、有机咖啡和茶品、鲜榨果汁和冰沙、手工制作的甜品和糕点。 
Coondoo街20号1号店• facebook.com/CafeMandalaKuranda/

19 安娜贝尔的厨房
品尝安娜贝尔著名的馅饼，多种美味选择。本地制造，每日新鲜出炉。 
一周七天营业。
库兰达小镇中心, Therwine 街15号店• 4093 7605

20 拜伦瀑布酒店
在古朴锈迹的木质露台上休息，来一杯冰冻啤酒、酒吧便餐、茶或者咖啡。也
提供带空调的游戏室、老虎机和卖酒的商店等。
Coondoo街和Thongon街转角处• 4093 7203

21 青蛙餐厅 猫途鹰网2014-2019卓越大奬.
成立于1980年，提供澳洲野生鲈鱼、鳄鱼肉/袋鼠肉/鸸鹋肉品尝拼盘、正宗咖
喱、素食者选项、无麸食品、比萨、沙拉、汉堡、优质咖啡、酒水、自酿啤酒和免
费无线网络。
库兰达文化市场, 2/4 Rob Veivers 路 • www.frogsrestaurant.com.au  
07 4093 8952  • 0407 937 405

22 德国小吃 ——“全宇宙最棒的德国香肠”
正宗的德国香肠、小香肠、脆肠、白香肠。德国啤酒。最好的午餐和最愉快的地
方，还有，我们小有名气的喔... 
库兰达小镇中心，Therwine 街14号店,  
boomboomjung@yahoo.com.au • 4093 7398

23 库兰达酒店
库兰达酒店修建于1890年，欢迎来这里吃顿饭，喝点东西，感受下库兰达酒店
悠久的历史风情。酒店位于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和库兰达火车站正对面, 致力
于提供当地和澳洲特色风味的美食，为您提供丰富多彩的优质食物选择。
Arara路和Coondoo街转角处 •www.kurandahotel.com.au • 4093 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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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库兰达雨林咖啡馆  在Tripadvisor上查看我们。 
100%本地咖啡，库兰达本地烘培现磨。来品尝一下我们清爽可口的冰滴咖啡
和传统意式浓咖啡吧。带回家也是完美的礼品哦。
到Thongon街的Foodworks超市旁边来找我们吧。  
www.kurandarainforestcoffee.com.au • 0414 790 034 

25 库兰达雨林景观餐厅
在雨林深处提供热带美食。有开放的露台、空调房间，售酒水。提供不同国家
的美食、海鲜、煎烤食品、澳大利亚特色餐饮（鳄鱼和袋鼠肉、馅饼、香肠和汉
堡），意大利菜、各种沙拉，汉堡和便餐，无麸质选择。 全店内外共有200座。
Coondoo 街28号 • www.rainforestview.com.au • 4093 9939

26 兰越南餐厅  (带空调)
新鲜的越南风味餐饮，提供越南牛肉河粉、炒面、特色炒饭、炒时蔬、海鲜、春
卷和米饭。还有越南面包卷和越南咖啡等。连续12年被顾客评为第一名 ！
位于Therwine街13号，12号店铺，库兰达原初市集转盘的转角处。 
0428 025 498

27    法国小咖啡馆 – 传统法式可丽饼 ——本地人的最爱
品尝我们多种美味的可丽饼，感受一下正宗法式风味。无论咸甜，我们的可丽
饼都选用最好的材料精心制作（也提供不含麸质的可丽饼）。欢迎来享受四周
充满活力的环境氛围，并品尝本地烘培的精致咖啡。 
位于库兰达原初雨林市集内 • 0421 799 131  
facebook.com/thepetitcafekuranda

28 豆芽健康果汁&咖啡馆 
欢迎来享用有机咖啡、新鲜果汁、美味冰沙、家常饭菜、新鲜制作的三明治和
肉卷，也有素食选择，免费网络。
Coondoo街24号8号店铺 • 4093 8256 

29 水蓝咖啡厅 – 游客评选出的“世界上最棒的煎蛋卷” 
这家生机勃勃的咖啡厅提供让人口水长流的澳洲飞碟三明治、香蕉热松饼、素
食选择和美味可口的煎蛋卷。还有儿童游乐区和10澳元特价早午餐！。
Thongon街，Foodworks超市对面• facebook.com/cafeazurkuranda 
0423 512 715

30 水果水果 – 有机素食冰沙店与咖啡厅 
这家充满创新的素食咖啡厅着重提供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所有食物都是当
天新鲜制作，是品尝本地时令物产和美食的好去处。
位于库兰达小镇中心Coondoo街和Therwine街的十字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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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点与零食 
喜欢吃甜食？库兰达每个街角都能找到的糖果、手工制作冰淇淋
和其他甜品能够满足你的胃口。你可以亲眼参观手工制作硬糖的
过程，也许还会因为不知该挑选哪款口味的软糖而苦恼。你可以
品尝到传统制作的甜点，里面不含任何人工香料和色素哦。 

31 百分百当地原产美食店
澳洲坚果、花生、肉脯 (牛肉、袋鼠肉、鳄鱼肉、鸸鹋肉)、干椰片（九种口味！)、热带
水果干、本地李子制品、饼干、果酱和酸辣酱，可以“免费品尝”。
库兰达文化市场 • 0408 145 508

32 不仅是巧克力店 
我们是精通本地和昆士兰美味巧克力的巧克力制作者。我们也出售一系列澳大利亚
甜品和本地手工艺者制作的礼品。 
Coondoo街1-3号，库兰达小镇中心• 0408 145 508

33 库兰达意式冰淇淋 
猫途鹰点评网上排名第一的意式冰淇淋店。提供非常美味的巧克力芒果雪糕，榛果
巧克力、提拉米苏、椰子、芒果冰冻酸奶，口感浓郁的香草冰淇淋和各种冰冻奶昔等
饮料。
库兰达文化市场前，2/4 Rob Veivers 路

34   库兰达蜂蜜坊 – 成立于1959年
免费品尝蜂蜜，现场蜜蜂酿蜜展示。出售各种优质蜂蜜、生蜂蜜、当地原产蜂蜜、新
鲜蜂巢、澳大利亚马努卡蜂蜜、保健蜂蜜制品、美容制品以及蜜蜡蜡烛。
库兰达原初雨林市场, Therwine路 
www.honeyhousekuranda.com • 4093 7261

35 库兰达糖果厨房
亲眼见证曾经荣获大奖的硬糖是如何手工制成的。大部分日子都能看到糖果制作展
示。纯手工制作和装饰的糖果。
Coondoo街21号。 www.kurandacandykitchen.com.au 
info@kurandacandykitchen.com.au • 4093 9363

36  库兰达软糖酒吧和茶室
苏格兰礼品和糖果首选，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放松享受咖啡和
茶。据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种类的软糖，还有司康、奶油酥饼、甜点和巧克力。肉馅羊
肚和黑布丁。  
库兰达村庄中心7号店 • hope@kurandafudgebar.com • 4093 8746

37 库兰达手工热带水果冰淇淋
到位于库兰达原初市集的小红冰淇淋车来，品尝一下世界闻名的库兰达手工热带水
果冰淇淋。
Therwine 街 • www.kuranda-icecream.com.au • 4093 8981  
0419 644 933

38 静水糖果坊
库兰达本地制造软糖，不含人工香料、色素和麸质。本地手工制作最佳旅行礼物。 
也有提供制造过程展示和免费品尝。
Therwine 街17号 • www.stillwatergift.com • 4093 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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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工艺画廊 
艺术家和手工艺人都聚集在库兰达。他们通常在自己家里的工作
室或者市集上的店面里创造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中很
多都受到世界遗产热带雨林带来的启发。这里有专门陈列原住
民画作、手工艺品、摄影、珠宝和陶艺的画廊。本地艺术家在库
兰达艺术合作社工作，这里拥有各种风格不同的艺术创作。

39 Doongal 原住民艺术与文物 
Doongal（the ARK）专精于本地原住民的雨林艺术和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艺术。
这里广发收集了大量迪吉里杜管藏品和工艺品，品质卓越，价格优惠。Doongal二
楼还有原住民艺术画廊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世界上持续至今最古老的文化
所留下的许多艺术珍品。博物馆可能收取入场费。
Coondoo街22号 www.doongal.com.au • 4093 9999

40 伊恩史蒂芬艺术画廊 
多姿多彩的本地艺术展示，包括主要以雨林及其野生动物为主角。有手绘丝绸、印
刷品、玻璃制品、大理石、珠宝和礼品。
Coondoo街25号5号店铺 • www.ianstephens.com.au • 4093 7223 
ianstephensfineart@hotmail.com

41  彼得查琺画廊
彼 得 • 查 琺 画 廊 是 一 个 极 好 的 摄 影 画 廊，展 示 澳 大 利 亚 获 奖 摄 影 师 
Peter Jarver（彼得•查琺）的艺术作品。每天上午10:00 - 下午3:30营业。
3 Coondoo St • www.peterjarver.com • 4093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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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及礼品精选
无论你想要热带休闲风格、还是赛马装或者波希米亚风格，库
兰达的精品店提供各种各样的时装。库兰达本地艺术家设计的
七彩珠宝能带来点睛之笔。而鳄鱼或者袋鼠皮的服饰配件也许
是让你记住库兰达的完美纪念品。

42 就是美时装
不拘一格的时装、珠宝、鞋、配件和特色装饰。这是一个能为你带来感官享受的
宝库，位于库兰达最古老的洋房之一并配有空调，确保您的舒适。 
Coondoo街16号 • www.justgorgeous.net.au • 4093 7508

43  桑德拉・威登设计 – 成立于1991年
优雅舒适的女装，用澳大利亚天然棉、亚麻棉和亚麻面料制作。澳大利亚设计制
造。提供加小号到双加大号。独特的首饰和配件。备有空调。可网上购物。 
Coondoo街11A 号店 • www.sandravidendesign.com • 4093 9299

44 澳大利亚丛林服饰礼品店
在这家古朴的昆士兰特色高脚楼里，你可以找到设计独特的男女儿童服饰。
Therwine 街17号 • info@australianbushstore.com • 4093 8850

45   唯一T恤店
适合全家的T恤衫和各种纪念品以及纱笼裙。进来看看吧。每天特价哦！ 
Coondoo 街13号 • 4093 7473 • sandra.finnigan@bigpond.com

46   Zaphire 
各种休闲、凉爽、舒适的女士、男士和儿童服饰，专为热带地区的生活而设计。此
外我们的珠宝礼品也一定能让你心动不已！ 
Coondoo街25号1号和2号店• www.zaphire.com.au • 07 4093 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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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与礼物
库兰达拥有丰富的礼品创意。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精油芬芳的沐浴
产品、本地水果酿造的果酒和美丽的澳洲珠宝。这里还有填充甘
蔗蟾蜍之类的新奇物品、令人回想起库兰达的天堂凤蝶、用雨林
藤蔓编织的篮子或者是椰子壳雕刻的花盆。

47 CETI - 浴室品店
自1996年起就在库兰达营业的“CETI”售卖精油香皂和沐浴产品。天然手工护肤品、
精油、沐浴用品，礼品等。
Coondoo 街25号 4 号店, • cetihandmadesoap@bigpond.com 
0428 643 117

48 金滴芒果酒庄
在用出厂价购买我们美味独特的芒果酒之前，不妨先来品尝一下味道。来访问我们
的酒窖，看看一系列葡萄酒、发泡酒、甜酒、芒果酒和柑橘酒，还有我们最新的火龙
果酒。
Coondoo 街21号,商邮站建筑内• www.goldendrop.com.au • 4093 2750

49 库兰达BICO
Bico是澳大利亚本土开发设计品牌。其吊坠因为独特的含义和名字而非常有价
值。Bico现在畅销超过20多个国家，跻身国际知名品牌，而现在库兰达也有了分
店。  
Therwine街15号2号店• bicocairns@yahoo.co.jp 
facebook.com/bico.cairns • 4052 1037

50 雨季皮革店
雨季皮革店为您提供一系列澳大利亚皮革制品，包含袋鼠皮的钱包、背包、鳄鱼皮
带、正宗的澳大利亚产UGG靴子、女士鲈鱼皮钱包和澳洲丛林宽边帽。
Coondoo 街25号3号店铺• villagegallery@bigpond.com • 4093 8717

51 袋貂角二手店
库兰达独具特色的二手店铺。周一到周六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半营业。
全年都有划算的东西哦。
毗邻Thooree街的免费停车场  • 4093 9161

52 珍稀地球精油
珍稀地球精油是库兰达当地手工制作的精油品牌，专供精油、康复美容产品。其利
润将捐赠到慈善机构。
Coondoo街15号，D店铺 • meleuka@rareearthoils.com 
www.rareearthoils.com • 0417 566 329

53 蝴蝶精品店 
这家独特的精品店的灵感来自库兰达之王——美丽的天堂凤蝶。商品多样，有丝绸
翅膀的磁铁蝴蝶、本地制造的肥皂和面霜、贝壳和原创设计的首饰等。还有一家时
尚的咖啡厅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吃块蛋糕。蝴蝶精品店是来库兰达挑选礼物的必
去之处。
Therwine 街17号店 • www.butterflyshop.com.au  
0408 853 029 or 0427 676 521

54 新咖啡•茶•蜂蜜
你在寻找带回家的澳洲礼品和纪念品吗？那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包括咖啡、新鲜
茶叶、澳洲蜂蜜等本地产品，以及其他礼品。
文化市场 • Esunny80@hotmail.com • 0424 179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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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兰达的住宿
库兰达有多种多样的住宿选择：露营地、自助式别墅、乡村小酒馆
和度假村，你甚至还能选择在某位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睡上一晚，或
者在一位素食主义者家中体验一下全生食的生活。

不过这些住宿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雨林生态水乳交融。当你
放松下来欣赏雨林美景时，你可以看到小袋鼠、丛林袋鼠、果蝠、杓
鹬甚至是食火鸡。

55  库兰达水塘公园  请参阅背页上的地图

位于库兰达热带雨林中独一无二的活动场所、露营场和RV公园。距离凯恩斯开车
30分钟，库兰达小镇开车5分钟。该公园坐落在165公顷的私人土地上，俯瞰一片充
满野生动植物的宁静水塘。露营价格10澳元/每人起，含厕所设施、热水淋浴、免费 
Wi-Fi、自助洗衣机和能俯瞰水塘的露营厨房。亦提供有电力的大型车停车区。
Mount Haren路186号• www.thebillabong.com.au • 4093 7684

56  库兰达雨林住宿公园 详见第11页地图

位于热带雨林深处，既有阴凉的营地也有自我管理式的小木屋。安静的位置，距离库兰
达村不远。内有季节性开放的餐厅。 
Kuranda Heights 路88 号 • www.kurandarainforestpark.com.au • 4093 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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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兰达服务
57  库兰达邮局
邮票、邮政服务、明信片、礼品、玩具、书籍、手机/充值、银行设施、西联汇
款。毗邻免费停车场。
Thoree街 4-12号, • 4093 7280

驾车前往库兰达
从凯恩斯驾车前往库兰达仅需35分钟时间。从凯恩斯出发
向北跨过巴伦河，抵达史密斯菲尔德以后沿美丽的库兰达
公路上山。穿越世界遗产热带雨林之时，你不但可以看到
Skyrail热带雨林缆车，也能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木看到珊瑚
海。在亨利·罗斯景观台停车，你可以远眺海岸线、大堡礁
和绿岛。

库兰达是通往阿瑟顿高原的门户，也是探索附近瀑布、热
带水果酒庄、咖啡种植园、农场和二战遗址等景点的理想
基地。

库兰达也是探索阿瑟顿高原的理想基地。你可以在高原上
追逐瀑布、享受牧场风情以及发掘二战历史。你可以在路
边小摊上购买新鲜的农产品自己烹饪，或者回到小镇上与
本地人一起共享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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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道格拉斯港

Koah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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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uranda.org

我们热情的志愿者会为大家提供友好的住宿游览建议，你也可以来
这里和本地人聊聊天。免费提供有关库兰达的景点和地区信息。
我们也提供订票服务、免费地图和宣传册。我们还出售本地生产的
礼品、地图，提供免费手机充电，展示原住民艺术品和湿热带地区
及国家公园的信息。当然也有免费无线网络。

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开放

Ph: 07 4093 9311 • Email: info@kuranda.org  
Centenary Park, Kuranda • Queensland • Australia

库兰达游客咨询中心 查看地图第10和11页

我能帮你

加入我们，打上 
#kuranda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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